
逆生长美女老总：

“女人皱纹加一条，男人疼爱减

10

分”

杨菲的保养起步并不算早， 初期忙

于事业，公司稳定后又生了孩子，色斑和

皱纹慢慢爬上了脸颊， 老公对她也从宠

爱悄悄变成了敬重， 一些聚会也慢慢地

不再带杨菲参与。“老婆， 你是不是该保

养下了？” 老公难得带杨菲参加一次聚

会， 回家路上老公以玩笑的口吻说出的

话，让杨菲心里咯噔了一下。

“女人皱纹加一条， 男人疼爱减10

分”，女友的提醒触动了杨菲的神经，可化

妆品用了一堆，食疗、光子、激光也尝试了

不少，都没什么用。看着杨菲像没头苍蝇一

样乱尝试，女友又气又好笑地说：“你怎么

不早点问我呢？去试试‘4D 飞梭活细胞回

颜术’吧，用的是自己的活细胞给自己做

美容。”

4D

飞梭解码年轻秘籍

活细胞换回青春“娃娃肌”

“自体活细胞技术是当前最高端的肌

肤年轻化技术。”玉之光中韩整形集团·成

都玉之光整形美容的韩国理事余芳介绍

道：“‘4D 飞梭活细胞回颜术’能打开皮肤

深层的屏障， 将自己的活细胞直接输送到

皮肤的基底层，让皮肤以256倍的速度重新

生长，真正回到‘娃娃’的肌肤发育状态。”

女人过了25岁， 皮肤的生长跟不上衰

老、代谢的速度，皮下支撑螺旋减少从而逐

步丧失锁水、固定胶原蛋白的功能，这是造

成皮肤干燥、暗黄、失掉弹性、胶原流失的

根本原因。4D 飞梭是唯一能让皮肤恢复生

长的技术，能够重建皮肤的锁水、固定胶原

功能。

吐槽聚会“潜规则”

男人拼女伴，女人拼青春

“女人不能仅仅关注工作，如果你的

老公事业还不错， 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

么。”经过4D 飞梭的治疗，杨菲的皮肤又恢

复了少女般的嫩滑，没人能看出她年近40。

不管是聚会还是商业谈判， 陪伴着老公出

场的杨菲总是能让人惊叹， 她看起来30不

到，皮肤嫩滑、光亮，比起小年轻来一点不

差，而娇嫩的容颜后面闪烁着不凡的见识，

完全颠覆了“老总身边的年轻女人都是花

瓶”的印象，连同场的女性也倾心不已，为

老公赚足了面子。

“商业聚会男人间的比拼，女伴是否年

轻、漂亮、有气质是最直接的体现。”杨菲缓

缓说道：“作为女人，不仅要有气质，我们还

要保持年轻，才能不拖老公的后腿，这是聚

会的‘潜规则’。”“要想持续得到老公的宠

爱，千万别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黄脸婆”。

杨菲（化名）是商界有名的美女老总，身为“系花”的她和

老公是校园恋， 毕业后小夫妻一起经历了事业的风风雨雨，

老公渐渐显露出成熟的男人味，而恩爱地挽着老公的杨菲却

仿佛越长越小。就为这个，朋友还时常打趣她俩是“一个熟透

的男人带着年轻的干女儿”。

上期活动美肤大补贴诊疗火爆，市

民纷纷表示， 原价万元的活细胞技术只

要千来元就能全疗程体验， 大大降低了

市民尝试活细胞技术的门槛， 是真正造

福蓉城市民的活动。

现在应市民强烈要求， 玉之光开门

活动———活细胞美肤大补贴继续展开，

高端技术大众共享，只为口碑和影响力。

凡在即日至12月24

日

打进电话66766333

预约报名的顾客， 即可领取韩国高端4D

飞梭福利大补贴， 原价：10000元/疗程，

体验价：2980元/疗程（

直补

7020

元，另送

基底营养液一次

），1人限领1疗程， 名额扩

至100名。

什么是玉之光高端体验

成都玉之光整形美容隶属于玉之光

中韩整形集团，集团在韩国、北京、成都

共 设 立 5 家 分 院 ， 集 团 下 属 的 韩 国

Y O U N SO O 整形医院院长金永洙曾因

“国宝瘦小腿”“美钻牙”的突出贡献成

为全韩国唯一受总统接见表彰的整形医

生。

作为成都整形医院排名前列、 韩式整

形领航者的成都玉之光以纯正的韩国特

色、对韩国一流技术的坚持受到信赖。此次

玉之光高端体验活动， 旨在将纯正的韩国

中高端项目向大众市场渗透， 以极低的体

验价格，让市民感受纯韩高端整形项目。价

格打折，疗程不打折、质量不折扣，只为口

碑和影响力！

补贴人群：

1.

需除皱人群：抬头纹、眼角

纹、川字纹、法令纹；

2.

需提升人群：面颊部

松弛、额部松弛、颞部松弛、下颌部松弛、颈

部松弛；

3.

需嫩白人群：脸色发黄、肤色暗

黄、皮肤颜色不均匀。

补贴政策 ：

1.

韩国

4D

飞梭疗程

2980

元

/

疗程可享 （原价

10000

元

/

疗程 ， 直补

7020

元

/

疗程）；

2.

本期成功预约治疗的客

户可另获赠基底营养液一次价值

3200

元；

3.

每人限约

1

次，每次限约

1

疗程；

4.

本期活

动名额放宽为

100

名。

报名时间：即日至

12

月

24

日

报名电话：

028-66766333

报名地址：红星路

4

段

37

号

报名单位：玉之光中韩整形集团·成都

玉之光整形美容

本院其他活动： 双眼皮： 特惠价

1666

元，预约热线：

66766333

；玻尿酸：买一送一

特惠，预约热线：

66766333

。更多优惠：请拨

打

66766333

查询。

4D飞梭活细胞回颜术

活细胞美容，

10

个女人

9

个需要

据悉， 自体活细胞是当今业界最高端

的生命医学技术，4D 指飞梭系统独具的横

向、纵向、深度、活细胞生命4个维度（4D ）

控制，可突破皮肤深层屏障，将同源的自体

细胞移植到皮肤基底层直接参与皮肤的生

成，不存在排异问题。配合基底层医学营养

液的输入，可让皮肤生长速度提高到256倍，

短时间内恢复到25岁以前的年轻状态。

现代社会空气质量的下降、无处不在的

电磁辐射、温室效应带来越来越强烈的紫外

线，无时无刻不在伤害我们的皮肤，衰老、暗

黄症状在25岁后即开始出现。4D 飞梭活细

胞回颜术， 用自己的细胞给自己做美容，10

个女人9个都需要！

（思宇）

岁月是把“杀猪刀”

解锁你的青春密码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女人

能有几个25岁可以挥霍？女人的年龄全刻在

脸上！人渴了要喝水，皮肤老化了却不能只补

水，如果不能吸收，再昂贵的化妆品、再高级

的SPA又有什么用？保养要趁早，女人快快行

动，解锁皮肤青春密码，重回皮肤年轻态，不

要等到皱纹深印在脸上才对镜哀叹！

玉之光高端体验盛大补贴

7000元美肤大补贴，名额增至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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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纹加一条

年龄加

10

岁

下巴皮肤皱

衰老又显丑

一声“黄脸婆”

辛酸向谁说

皮肤弹又滑

青春好年华

4D

飞梭活细胞谁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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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变冷 离婚却遇热

和谐的夫妻生活是婚姻的润滑剂。据

相关数据显示，10对闹离婚的夫妻，就有4

对是因为夫妻生活不和谐导致。 其中，由

于男性功能障碍而导致的夫妻生活不和

谐最为寻常。

婚姻的破灭不是因为第三者出现，而

是婚姻本身存在着重重问题。在一项调查

中发现，在所有离婚案件与诉讼中，女性

提出离婚的比率高达70%～80% ， 尤其是

正处于婚姻中七年之痒的中年女性居多。

这个阶段，男性处于30～45岁期间，其

事业上正是上升阶段，特别在年底时，工作

任务、工作计划都使工作压力增大，使得男

性在身体和心理双方面的压力都增大；另

外，进入冬季，人体活力会随着气温下降而

逐渐进入低谷， 这两者都会使男性能力衰

减。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男性在夫妻生活方

面出现问题， 而女性无法忍受糟糕的夫妻

生活，就让冬季离婚的比率也在上升。

气温下降 男性能力遇“冷”

据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王平院长

介绍，随着气温的下降，男性能力也呈现“热

胀冷缩”的规律性。男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

在冬天高于其他季节。 据统计，1102例男性

功能障碍患者中，有明显季节的有772人，其

中冬季占总人数的50% ， 有386人； 夏季占

15% ，有116人；春季占5% ，有39人；秋季占

30% ，有39人。这说明在秋冬寒冷季节，男性

功能障碍发病率较高。

前列腺疾病在冬季的发病率及复发率

最高，前列腺炎影响线管内的代谢废物与致

病菌的排除，在炎性反应的刺激下，前列腺

腺体肿大，并压迫附近的神经，导致性神经

过度兴奋或过度抑制。因此，前列腺疾病导

致的性欲减退等是男性能力衰减的一个重

要原因。

不合理治疗

男性能力变成“抗药性”

据王平院长介绍，治疗性功能的已婚男

士居多，有很大一部分是迫于婚姻压力来治

疗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患者病急乱投医，本来

是常见的男科病，结果搞成“抗药性”，花了

冤枉钱不说，病情越来越严重。王平院长强

调， 男性功能障碍患者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

医院，接受系统专业的治疗。

由于男性功能障碍患者受心理因素和精

神状态的影响，在接受生理治疗的情况下，同

时辅以心理治疗也十分重要。采用规范治疗

并获得良好效果，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将大

增；反之，如果首诊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患者

“自信心”受到打击，可能不再相信治疗技术

和主治医生。这时候，患者心里会觉得“自己

不像真正的男人，活着没有意思”，进一步加

大治疗的难度。

因此，治疗男性功能首先要确定病因，只

有在充分了解病情的情况下，才能根据每一

位患者的不同情况采取合适的治疗方式。

（舒波）

技术推荐：

“MINI背神经微控术”

降低敏感度，延长幸福时间

“M IN I背神经微控术” 建立在科学的人

体解剖学基础上，在保证生理器官背神经总体

功能正常的前提下， 通过阻断背神经的分支，

降低敏感性，达到治疗男性功能障碍的目的。

技术特点：只需要针对海绵体肌外侧的敏

感神经进行手术，在男性生理器官的皮肤上开

一个2～3m m 长、0.5m m 深的微小切口，分离敏

感神经，进而降低器官顶端的敏感性。

安全可靠：选择性微控技术大大地提高了

手术的有效性、安全性。不影响正常的生理功

能和生育功能。

疗效显著： 国内外相关手术临床数据表

明，手术的安全性高，疗效确切，术后病人满意

度较高，复发率较低。

测测看，您有男性功能障碍吗？

25～55

岁男性尤其需要对号入座

◇是否有晨间生理反应减少或消失的现象

◇是否有依赖躯体刺激产生生理反应，心理刺

激反应减弱的现象

◇是否有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功能减退的症状

◇是否有包皮过长、包茎的症状

◇是否有生理反应无力等症状

◇是否有生理欲望低下或失去的症状

◇是否有会阴部胀痛、睾丸胀痛的症状

◇是否有夫妻生活疼痛、生理反应疼痛的症状

◇是否有夫妻生活厌恶、恐惧的症状

◇是否有骨盆或脊髓受伤、生殖器外伤史

注：如果一发现上述症状的

1～2

项，您的

生理功能系统已经发出异常信号， 如果出现

3～4

条症状，应及时到专业医院科学检查与规

范治疗或拨打健康热线

028-87799957

进行

咨询了解。

气温下降 夫妻之间也遇“冷”

离婚率上升的背后隐藏着男性功能障碍

当男性朋友出现男性功能障碍时应

该怎么办？ 平时生活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呢？

CDTV-2

特邀成都曙光生殖健康医院

王平院长做客《有医说医》，为广大男性朋

友提供全面的治疗预防保健知识。请需要

了解更多男性健康知识的朋友在每周日

12

：

20

准点收看《有医说医》或拨打健康热

线

028-87799957

进行咨询了解。

解密逆生长

美女老总吐槽聚会“潜规则”

收看提示：

本周《有医说医》播出时间

201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六早上

9

：

10

《男性功能障碍“误解”知多少》

201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天中午

12

：

20

《新郎的烦恼》

提到MPV这个词，最容易联想到的是

传统沉闷的商务用车， 身着正装的职业经

理人乘坐它前往机场或者外出办公， 和千

篇一律的西服领带一样， 商务车也被单调

氛围所束缚，缺乏新意，乏味不堪。 是不是

可以有一辆MPV，能让商务场合变得时尚、

灵动，激发更多的创意和灵感。高节奏的工

作之余，还适合举家出游，家人乘坐舒适的

同时，自己还能畅享驾驭的乐趣，而不会被

人误认为是“公车私用” 的职业司机呢？

2013款Mazda8无疑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2013款Mazda8是一汽马自达旗下中

高端MPV� Mazda8的全新改款车型，在保

持大气时尚外观、 创新多变空间的基础

上，搭载了全新动力组合，并新增了倒车

雷达等实用配置。 虽然是一款MPV车型，

Mazda8仍秉承了马自达追求极致驾趣的

品牌理念，优秀的操控感受令很多驾驶过

它的人都记忆深刻，而2013款Mazda8全新

升级的动力组合：2.5L发动机、五速手自一

体变速器，搭配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架

系统，使其驾驶性能在同级别MPV中无人

能及，甚至超过了不少主流家用轿车。

空间和舒适性是考量MPV车型的重

要标准之一，2013款Mazda8内部空间宽敞，

2950mm的轴距尺寸使“2+2+3” 的3排座

椅布局不再局促。安全方面，2013款Mazda8

沿用了梯状式底盘结构配以3H高刚性车

架和先进的MAIDAS防撞吸能车身。 并且

配备了6气囊（前排前双气囊+前排侧双气

囊+第一至第三排的侧双安全气帘），彰显

了马自达对用户的关爱和对安全的重视。

一天的试驾体验转瞬即逝，但是2013

款Mazda8无论从外观、动力、操控还是人

性化舒适的乘坐体验都给人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之前，Mazda8的到来让消费者

重新认识到MPV不只是商用车， 更不只

是家用车，而是能把两者有机结合的时尚

全能用车。 随着市场的逐步细分，经过多

项提升后的2013款Mazda8作为一款宜商

宜家最好诠释的MPV车型， 必将是MPV

市场中强有力的竞争者。

改变的不仅是动力———时尚全能MPV� 2013款Mazda8深度体验

2012年11月16日-21日， 第十四届中

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拉开

帷幕。安凯客车在本次高交会上首次推出

了双层纯电动客车，这也是国内首款纯电

动双层客车，同时在整车企业中安凯首次

展示了自主研发的电机、电控等新能源客

车核心零部件，成为本次高交会力求推动

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最佳诠释。

目前纯电动客车已经在我国各地示

范运营，仅安凯纯电动客车就已经覆盖了

全国27个城市和地区。 但是双层纯电动客

车，在中国还尚属首次亮相。 参加高交会

的这款安凯纯电动双层公交车的外形采

用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设计原理，加上流

线型车身设计减小了风阻系数，优化了车

内空间。 作为纯电动客车，该车实现零排

放、零污染，运营平稳安静，大大降低了车

内外噪音。

作为整车制造企业，安凯客车还在电

控、电机等新能源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重

要突破， 在本次高交会上首次展示了电

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 安凯客车通过技

术攻关，已经掌握了纯电动汽车驱动电机

的关键技术，开发出了满足整车要求的异

步牵引电动机，提升了安凯客车自主设计

开发电动汽车用电机系统产品的能力。

安凯客车自主设计的整车电控系统，

具备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热保护、超速

保护的多重保护功能，充分保证车辆运行

安全。

国内首款纯电动双层车开进高交会

盘点年内车市，不难发现，微车市场

已步入了整体升级的“临界点” 。 国家支

持政策的陆续退出， 市场的充分竞争，使

企业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倍增。而随着原有

微客群体事业的成功以及收入水平的提

高，其对微车的要求也有了明显变化。 在

这样的背景下， 新和悦RS集传统微客的

经济性和轻客的多功能性于一体，成为了

“全能商务”时代的先行者。

据介绍， 新和悦RS是江淮乘用车在

和悦RS的基础上精心打造的升级之作。

作为江淮乘用车旗下的主力车型， 和悦

RS在其所面向的小型MPV市场上表现抢

眼。

可靠的品质、先进的性能，使和悦RS

在上市首月就取得了销售4500辆的佳绩，

并迅速跻身细分市场销量前五位，赢得了

“全能王” 的美誉。

新和悦RS：“全能商务”时代的先行者

笔者获悉， 国内首只交易型货币基

金———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

场基金已定于12月19日－21日发行，发行

时间仅三天。 该基金是华宝兴业联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针对证券保证金推出的重大

创新。

华宝兴业多年来致力于创新量化产

品的研发与管理，目前在公募领域管理着

中证100指数基金、 上证180价值ETF及其

联接基金、 上证180成长ETF及其联接基

金、华宝油气、中证短融50指数债券基金

等多只量化产品。

首只交易型货币基金12月19日发行

12月14日，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利

好消息刺激，A股在金融板块引领下实现

暴涨，截至收盘，沪指报收2150.63点，涨幅

为4.32%。 杠杆基金再度领涨全场，其中银

华旗下三只分级指基的B类份额： 银华锐

进、 银华鑫利和银华鑫瑞均收获涨停板。

根据wind数据显示， 自大盘12月4日反弹

以来，沪指累计涨幅为9.74%，同期银华锐

进飙升46.13%，位居涨幅榜前沿。 再次印

证了B类份额在反弹中“急先锋” 的作用。

沪指收复2100点 银华杠杆三雄再封涨停

日前，由中国寝具领军企业慕思推动

的“澳中睡眠学术交流会” 在澳洲最大的

睡眠研究中心———墨尔本奥斯汀医院举

行， 澳洲睡眠协会主席山撒·拉惹勒南教

授、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授凯伦·芮玛、

澳洲睡眠协会马克·霍华德教授、 奥斯汀

睡眠研究中心教授弗歌·奥多诺、 高级研

究员丹妮尔-霍华德，中国医师协会睡眠

委员会秘书长汪光亮，以及慕思总裁姚吉

庆等多国睡眠、医学专家及企业家出席了

本次交流会。

在会上，专家们就“睡眠与健康” 做

了深入交流，涉及到“孕妇睡眠” 、“婴幼

儿睡眠” 、“睡眠、驾驶和疲劳” 、“睡眠窒

息及其治疗” 等多领域的睡眠问题及最

新研究成果。

据悉，在大会上，澳洲睡眠协会主席山

撒·拉惹勒南教授宏观讲述了“睡眠与健

康” 的关系，他指出：“睡眠不足和睡眠障

碍是诱发生理及心理疾病的罪魁祸首之

一，多种慢性病都与睡眠障碍有关，睡眠日

渐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

澳洲睡眠协会马克·霍华德教授则重

点强调了“疲劳驾驶” ，他说：“有近50%的

车祸都是因为睡眠不足疲劳驾驶产生的，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

据了解，作为本次“中澳睡眠学术交

流” 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慕思总裁姚

吉庆就慕思近年来与世界各国睡眠产业

的交流成果做了分析，姚吉庆表示，作为

全球健康睡眠资源整合者，慕思希望与更

多优秀的国际知名睡眠专家、 睡眠机构、

睡眠公司合作，指导慕思产业发展，慕思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推动全球健康

睡眠产业的交流和发展做出贡献。

汪光亮秘书长在接受笔者走访时表

示，主动走出去，加强与国际睡眠机构、专

家的交流合作，是中国睡眠产业突破行业

发展，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路径，慕思的做

法值得借鉴。

“中澳加” 三国睡眠专家聚首墨尔本

畅谈“睡眠与健康” ，慕思积极促进国际睡眠学术交流

草地、树林、流水和雪地的户外场景

搭建在成都远拓后子门店前的广场上，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第二届“戈尔特

斯 品牌科技体验巡展” 转战西南，12月

1日亮相成都的 “户外实景模拟帐篷” ，

以微缩景观的形式为户外爱好者带来更

为生动的科技体验之旅。

这是巡展活动第二次亮相成都。近几

年成都的户外运动发展迅速，不少户外爱

好者听闻戈尔巡展到此都纷纷前来参观。

展区里工作人员耐心的为消费者介绍戈

尔面料的科技功能，鼓励大家亲自触摸体

验，让消费者更加直观的感受戈尔面料在

防水、防风、透气方面的神奇。

“我之前有购买过戈尔特斯 面料

的装备，穿着体验很好，听说这次戈尔特

斯 品牌来成都的巡展，而且还会有很多

国内外的知名品牌的新装备，所以我就跑

过来看看，打算再给自己明年的出行计划

存点‘粮’！ ”活动现场的一位消费者在笔

者随机访问时，表达了自己对此次巡展的

期待。 九个城市，13场次，为长春、哈尔滨、

沈阳、北京、青岛、西安、南京、上海和成都

的消费者提供近距离接触戈尔特斯 品

牌户外科技的机会。

关于戈尔特斯 品牌：

作为全球知名户外面料生产商的戈

尔公司，由Bill� Gore先生创始于1958年。

自成立之日起，戈尔公司就把“全球性技

术创新”的伟大远景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

的原动力。以戈尔特斯 品牌命名的多功

能面料，被《财富》杂志列为世界上100个

最好的美国产品之一。戈尔特斯 面料广

泛的应用于生产具有功能性、保护性和时

尚感的服装和鞋类产品， 并因此闻名于

世，成为户外运动产品的领导者。 戈尔特

斯 产品代表着最高的品质标准，不论产

品的最终用途是什么，戈尔特斯 面料为

自己设定的标准始终是：成为世界上最耐

用的防水、防风、透气产品。

戈尔科技巡展蜀地收官，成都远拓“微缩户外”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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